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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规划，促进融合发展，成武———

水水韵韵新新城城 生生态态宜宜居居

本报成武1月11日讯(记者 牟
张涛 通讯员 王立新) 10日，齐
鲁晚报记者从成武县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了解到，2017
年，成武城市建设提档升级，该县坚
持把整体棚改、整村建设作为城乡建
设的重点，精益求精打造宜居环境。
成武城乡布局也逐步优化，该县完成
北部城区5 . 5平方公里城市设计，完
善供热、给排水等专项规划17项，基
本完成11个小城镇、30个村庄规划，
城乡发展定位更加清晰。

成武县县长黄福常作政府报告时
提出，2017年，成武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新万福河复航、枣菏高速、德上高
速及连接线、临商路及外环路等重大
基础设施全面建设，疏港公路竣工通
车。打通振兴街、寿峰路、会文路等6条
断头路，新建学府路、广灵路、环湖路
等12条道路，集中供热达到57万平方
米，“气代煤”完成10243户。水韵新城加
快建设。整体实施北部城区棚户区改
造，征收25378户，拆迁427万平方米，新
建相马湾、成泰一区、烟庄新村等8处
回迁安置区，棚改工作全市第一。

2018年，成武将突出抓好城乡统
筹，全力打造协调成武。按照水韵新
城的总体定位，调整提升城市总体规
划，统筹编制绿地系统、综合交通、公
共服务等专项规划，完善城区新一轮
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功能分区，加

快构建经济开发区、公共服务区、商
贸物流区、生态休闲区等组团联动发
展的新格局。编制乡村建设规划，搞
好合村并点，推进大社区建设。提升
城市品质。投资20 . 9亿元，建设县教
育示范园区、新第二中学、第三中学，
新建提升7所中小学；投资44 . 5亿
元，建设相马湾、翡翠城、东城社区、
田庄社区等11处回迁安置区。

2018年，成武将抓好10项民生实
事。①新建提升城区学校10所，改善办
学条件。②新建改造城区道路24条，畅
通城市微循环。③铺设城区污水管网
20公里，基本实现雨污分流。④改造农
村卫生厕所2 .5万户，基本实现卫生厕
所全覆盖。⑤铺设集中供热管网24公
里，基本实现城区供热全覆盖。⑥免费
为1万名新生儿进行遗传代谢疾病和
听力筛查，免费为2200名农村适龄妇
女进行“两癌”筛查，促进妇女儿童健
康。⑦新建敬老院6处，打造1处高端康
复养老产业园区，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⑧新建改造农村公路300公里、候车站
亭160个，新增节能环保公交车60辆，
方便群众出行。⑨建设景观公园11处，
新增广场12 .5万平方米、绿化100万平
方米，方便群众锻炼休闲。⑩建设农村
文体广场100处，安装健身器材100套；
开展冬春文化惠民季、农民文化艺术
节、送戏下乡、全民健身等活动，丰富
群众文体生活。

本报单县1月11日讯(记者 牟
张涛 通讯员 傅子栋 谢丽) 10
日，齐鲁晚报记者从单县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上了解到，2018年，单县
将着力打造以善文化为核心的地方
文化品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明
家庭、文明个人创建活动，努力营造
向上向善的城市文化，叫响“健康单
县·善行天下”品牌。

单县县长张庆国在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指出，2017年，单县坚持“强基
固本、赶超跨越”工作主基调，攻坚克
难，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经
济实力稳步增强。单县预计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335亿元，增长9%；完成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2 . 83亿元，完成预
算任务的100 . 2%；完成五千万元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9 1 . 8亿元，增长
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亿元，
增长11%。此外，单县在动能转化、城
乡面貌、生态环境、社会事业、政府建
设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8年，单县将着力推进城市更
新。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加快建立多
规合一、覆盖全域的空间管控体系，
启动编制城区05号、06号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
划、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坚持土地有
序供给，稳步推进房地产开发，新增
开工面积100万平方米以上。扎实推
进棚户区改造，完成1 . 5万户征收任

务，加快安置房建设，尽快让群众搬
新家、住新房。贯通天舜路、嘉善路等
城区道路12条，提升改造创新路、北
园路等城区道路5条，铺设雨污管网
70公里，启动东舜河生态旅游产业带
二期、嘉单河景观公园二期工程。加
快完善小城镇道路、供排水、垃圾收
运、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提升城镇
综合承载能力。单县还将着力提升城
市文明。推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强
化城市管理属地化、网格化、智慧化。
夯实县、乡、村(社区)三级城市管理
服务责任，着力解决环境卫生、交通
秩序、经营秩序、小区物业、户外广
告、渣土清运、噪声扰民等突出问题。

2018年，单县将着力办好民生实
事。①新建改造农村电网中低压线路
595 . 7公里；②完成蔡河、东舜河下
游治理工程；③新建农村公路、村内
道路硬化“户户通”1000公里；④新建
提升城区道路17条，铺设雨污管网70
公里；⑤新建幼儿园10所、城区学校5
所、改建农村学校2所；⑥完成“气代
煤、电代煤”改造7000户以上；⑦改造
农村卫生厕所4万座、危房300户；⑧
为全县孕妇进行胎儿基因筛查、为农
村适龄妇女免费筛查“两癌”；⑨将90
-99周岁老年人补贴提至每人每年
600元，百岁老人补贴提至每人每年
5000元；⑩为参加商业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的城乡居民进行保费补贴。

营造向上向善的城市文化，单县———

健健康康单单县县 善善行行天天下下

本报巨野1月11日讯(记者 李
德领) 11日，齐鲁晚报记者从巨野
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获悉，在过去的一年，该县预计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0亿元，增
长 9 % ;三次产业比调整为 1 0 . 1：
52 . 3：37 . 6；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128亿元，增长12%；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65亿元，增长10%；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 . 7亿元，可
比增长24 . 5%，增幅全市第一；金融
机构存贷款余额达到371 . 9亿元、
2 0 6 . 7 亿元，分别增长 1 5 . 9 % 、
13 . 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4870元、11920元，分别增长9%、
10%。签约项目59个，计划总投资190
亿元；落地项目79个，计划总投资241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7亿元；“四上”
企业发展到724家，新增102家。

县长王东代表县人民政府作政
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 . 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左右，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1%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10%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9%左
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9%、9 . 5%左右；全面完成节能减
排任务。

围绕实现上述目标，巨野今年重
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坚持质量

优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产业
提升，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坚持高点
定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绿色
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共享
发展，持续增强民生福祉。

今年，巨野将围绕民生所需、群
众所盼，着眼公平普惠、成果共享，着
力办好10件民生实事：1 .新建22 . 7公
里外环绕城线一级公路；2 .开工建设
城南、城北和田桥3座污水处理厂；3 .
新建北城高中、彭泽中学、彭泽小学3
所城区学校；建设田庄镇、田桥镇、麒
麟镇、大义镇4处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4 .完成新华路、招商街、麒麟大道、文
庙西路新建和改造工程；5 .完成友谊
河、巨龙河、蔡河治理工程，对农村损
毁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桥进行维
修改造；6 .开工建设一场两馆全民健
身中心，博物馆、档案馆建成投用；建
设240个村级文体小广场并配备体育
器材；7 .继续实施“村村通”工程，新
建农村公路100公里以上，新开通3条
城乡公交一体化线路；8 .建设1100张
床位的枫叶正红医养结合项目和综
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为2 . 7万对夫
妇免费开展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务，
为适龄妇女开展“两癌”免费检查；9 .
新建垃圾中转站10座、城市公厕10
处，完成农村改厕4万户；10 .对128个
贫困村实施电网改造，建设110千伏
苏南输变电工程。

站在新起点，描绘新蓝图，巨野———

为为民民惠惠民民 共共建建共共享享

本报郓城1月11日讯(记者 崔
如坤) 9日，郓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上郓城县
委副书记、县长谷永强代表县政府向
大会作工作报告。据悉，郓城县全年
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71 . 6亿元，
增长9 . 3%；6项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
持菏泽市各县首位，重点经济工作考
核位居全市第一。

据了解，今年郓城县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9 . 5%左右，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增长3 . 5%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9 . 5%左
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 . 8个百
分点以上等。

围绕实现主要目标，郓城将重点
做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改善民生和社
会治理等七个方面的工作。“力争早
日进入全省县域经济第二方阵前列”
谷永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其中，在改善民生方面，2018年郓
城将着力做好10个方面的民生实事。

医疗卫生方面。积极推进县医院
新院区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全面提升乡镇卫生院和
村级卫生室医疗条件；公开招聘本科
以上医疗人才120名等。

教育提升方面。新建扩建西关小
学等6所中小学，新建25所公办幼儿

园和1所县级实验幼儿园，公开招聘
教师570名，其中硕士研究生60名。

安全饮水方面。城南水库实现城
区供水，力争杨庄集水库竣工通水。

城乡交通方面。开工建设郓苏路
北段、李黄路北段、郓赵路，新修改造
农村公路700公里、窄危桥20座。基本
实现村村通公交。

供气供暖方面。规划建设大型供
热中心，确保热源供应，新增供热面
积54万平方米、燃气用户1万户。

住房保障方面。对临城片区、利
民街片区、水浒片区等9个片区实施
棚户区改造，提升改造3个老旧住宅
小区。

便民利民方面。建成投用县检验
检测中心，新建5处便民食品快速检
测点；规划建设苑梁庄、蒋庙等5处农
贸市场。

社会保障方面。新建20处农村幸
福院，改扩建2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为6000名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

文化惠民方面。完成展览馆、规划
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和文化中
心、群众艺术中心主体工程，建设各类
健身工程350处。规划建设老年大学。
举办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等。

公共服务方面。在县级医疗机构
设立贫困群众“一站式”报销窗口；新
建智能化立体停车场2处；施划停车
位4080个等。

干事创业，改革创新，跨越发展，郓城———

新新型型城城镇镇 民民生生幸幸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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